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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离别的歌轻轻萦绕在耳边。五天
之后，我们就要带着老师和亲人的嘱托，迈
进中考考场。

有人说，初中生活是一段难忘的记忆，因
为这里有太多生动的细节、感动的泪水和幸
福的笑容。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就在我们眼
前飞驰而过。我们用勤奋和智慧编织了温馨
绚烂的初中生活，创造了一次又一次的辉煌。

三年来，母校包容了我们的懵懂无知，
孕育了我们的睿智果断，母校给了我们优越
的学习环境和展示自我的广阔舞台。

教室里，有我们刻苦学习的身影；运动场
上，有我们挥洒汗水的飒爽英姿；艺术节的舞
台上，有我们清亮的歌声、轻盈的舞步。在这
里，我们传递着关爱和友谊，展现着才华与智
慧，谱写着华丽且精彩的篇章！

这三年，我们思考着、追求着。我们学
会了合作与竞争，学会了继承与创新。我们
丰富了头脑，开阔了视野。

我们深知，收获与成长是老师们用辛苦
工作和默默奉献换来的。是他们，把渊博的知
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我们；是他们，用体贴
入微的言行让单调的学习生活充满色彩。传
道、授业、解惑，他们与我们一同前行；快乐、伤

心、奋进，他们与我们朝夕相随。是他们深情
的凝视，给了我们坚定的信心；是他们关爱的
目光，送我们从容地走进考场；是他们告诉我
们，有勇气就能创造奇迹。

在这里，请允许我代表全体初三同学，
向辛苦培育我们的老师们，表示最衷心的感
谢和最崇高的敬意。

我们将要走进中考的考场，接受人生重
要的一次考验。我衷心地希望每一位同学
都能沉着冷静，积极应战，考出理想的成
绩。也请老师们放心，我们会用理想的希冀
与拼搏的汗水，化作频传的捷报，飞到你们
案前。我知道，那是对您们一直以来无私奉
献的最好报答。

同时，我也希望同学们以平常心来对待
中考。它虽能够改变我们人生的轨迹，但
是，它并不能决定我们的命运。因为，心若
在，梦就在，年轻没有失败！

毕业的骊歌已然响起，三年的旅途只剩
下最后一程。以笔为戎，以考为役。三年寒
窗磨利剑，六月沙场试锋芒。

在这里，我们发出誓言：温中会因我们
而骄傲。在这里，我们深情感谢：生命因温
中而绚丽。

生命因温中而绚丽
——在2015届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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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竖起理想的桅，扬起信仰的帆，把好前进的舵，
划起自强的桨，起航吧，青春的船。——钟 斌

★轻轻地，你来了，开始了温中的三年时光之旅；
匆匆地，你走了，转身时洒落一地的天真笑容。
三年不长，只是无法掩饰鬓角数根白发；
三年很美，但教师的生涯注定有许多遗憾。
也许还将再见，若还需要彼此心灵的温度；
也许竟无缘再见，我依然想念你们的笑容。
朋友，我永远祝福你！ ——叶 帆
★人生就像一个等式，它的左边是不思进

取，它的右边就是一事无成；
它的左边是锐意进取，它的右边就是学有所

成。 ——周燕子
★带着感恩的心去启程，学会爱，爱父母，爱

自己，爱朋友，爱他人。我们五班就是这样一个
充满爱心，而又温暖的大家庭。 ——张强根

★强壮的体魄，健康的心理，才能驾驭知识
的航母。 ——张 威

★依依话别勤叮咛，铆足干劲勇攀登。山河
处处铺锦绣，鹏程万里展翅飞。祝同学们明天更
美好！ ——雷 刚

★一个人的潜力体现在坚持的时候，一个人
的成长体现在学习的时候，一个人的幸运体现在
努力的时候，用心生活，我们将邂逅精彩纷呈的
每一天！ ——康艳芳

★美好的人生，就是在每个阶段做好自己该
做的事。亲爱的小孩，认真过好每一天，愿你被
岁月温柔的对待。 ——陈 铷

亲爱的孩子们，你们有着令人羡慕的年龄。
愿你们像一颗颗种子，勇敢地冲破泥沙，将嫩绿
的幼芽伸出地面，指向天空。 ——柯春霞

★我和你们的相遇，就像酸遇上了碱，彼此
中和，释放出热情。希望你们能像“王水”一样所
向无敌，溶解掉所有的困难，以勤奋作催化剂，走
向成功！ ——冯文辉

★同船是一种缘分，同班也是一种缘分，同
在一起学习生活更是一种缘分。同学们，让我们
彼此用心，将缘分变成一种牵挂。记住老师的名
言：只要努力，青春就无悔。 ——李儒高

亲爱的同学们：
拍了毕业照，参加了中考，意味着你们

初中毕业了，马上就要升到高一级的学校就
读深造了。首先要祝贺你们长大了，升级
了！初中的三年，你们从儿童变成少年，身
心发生巨大变化，自我意识以及人生观、价
值观和世界观开始形成；初中的三年是奋斗
与挣扎的三年，是蜕变与成长的三年，也是
同学们从幼稚走向成熟、从依赖走向独立的
三年。这三年来，肯定是有笑也有泪，有苦
也有乐。在这分别的时刻，也是各位同学要
迈出人生关键一步的时刻，作为你们的校
长，我想对亲爱的同学们提四点希望。

一是希望你们能坚持运动。体育运动
是保持我们身心健康的良药，是我们永恒的
益友。运动能健身能益智能辅德能怡情，要

“每天锻炼一小时，为国工作五十年，幸福生
活一辈子”。要养成运动的习惯，培养运动
的技能和方法，要拥有一至二项运动特长。

二是希望你们能求知若渴。知识就是力

量。智从知来，一个有智慧的人必定是一个知
识广博、视野开阔的人。人的成长过程首先是
一个人对自然界、对人类社会、对人生和生活
的认知不断扩展不断深化的过程。无知就是
愚昧，无知者如同身处黑暗之中，只有知识这
盏明灯才能让你摆脱黑暗，照亮人生。希望同
学们永葆对知识的热望，时刻保有好奇心和探
究精神，遇事多问几个为什么，以问题意识和
研究的心态，以“一物不知，深以为耻”的精神，
通过广博而精深的阅读以及多种形式的学习，
不断扩展和深化自己的认知，早日成为智者。

三是希望你们能超越个体。一个人首先
要发现自我、提升自我、成就自我，做“最好的
自己”。但是，我们不能做只顾自己的“自了
汉”，社会也不需要“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人
的价值和幸福更多要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在人
与社会的互动中实现与体现。一个人只有超
越了自我与个体，更多的关注到他人与社会，
与他人与社会同悲喜共进退，他前进的动力才
更足，能力的形成才更快，人生的价值才更大，

幸福的感受也会更深刻更持久。希望同学们
能更多的关心他人，尤其是弱势群体，更多的
关注社会和国家，把自己的成长成才与为他人
服务、为社会效力、为国家尽责做好结合。

四是希望你们能学会审美。生活需要
美，人生需要美，美感是我们幸福感的重要来
源。希望同学们既能“求真”“求善”，还能“求
美”。美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我们要学会“认
识美、体验美、感受美、欣赏美、创造美”，我们
要有美的理想、美的情操、美的品格和美的素
养。希望同学们要学一点美学，有一双发现
美的眼睛，能善于发现和鉴赏自然之美、文学
之美、艺术之美、哲思之美、逻辑之美、生活之
美、道德之美、人性之美、人生之美。“美”能让
我们的生活和人生更完美。

最后，衷心祝愿亲爱的同学们能健康，
有快乐，得幸福！母校永远祝福你们不负此
生、幸福一生！

你们的校长 袁慎彬
2015.06.28

人生何处无离别！有人离别背后抹泪；
有人离别怅然喟叹；有人欣然离别，跃马挥
鞭，从此不是蓬蒿人；也有洒脱之人视离别为
自然，浑无所感。而我与一个学生的“离别”，
却成了一块心病，郁积在心里很长时间。

2014年暑假，市外国语学校成立，调走
了温中部分老师，一些学生也蠢蠢欲动，温
中一时惶然：终于有了重量级的竞争对手
了。有部分学生要分流到市外国语学校，朱
澄航的妈妈也打来电话说儿子可能转学。
我问为什么，她说租的旧房子漏雨。我没有
在意。后来遇到他的爸爸，他握着我的手连
说对不起，我才感觉不妙，心里非常郁闷。
这是一种什么感觉？是你的一盆精心养好
的花被人端走了？是你的一串心爱的手珠
被人偷走了？都不是！因为毕竟“小猪”不
是你的！

一幕幕往事在心里翻腾，令我久久不能平
静。此时我才知道，原来自己也不是豁达的人。

后来有一次他来温中，我正在上课，看
到窗外的他。他给我买来一瓶水，下课后，
人已经不见了 ………“小猪”走了。我很长
时间避而不谈此事。直到后来，他妈妈把他

写的自传给我看，洋洋洒洒鸿篇巨制，涉及
我的内容自然不少。“假如有同学犯了人格
上或道德上的错误，他会不留情面；假如你
犯了其他错误，他便很少说你，还会教你如
何避免犯错。”点评上次对我发火那件事：

“一个有修养的人并不是不打架不骂人，而
是能泰然处置一切事物，成天口出狂言或叽
叽喳喳的都是愚蠢肤浅之人。”最后他感叹：
我真的很遗憾未能在叶老身边更久，他所教
给我的并不止那寥寥数点……

我释然了，毕竟在他心中，“叶老“是亲
近的人，是他所怀念的。

中考刚结束，他和妈妈一起来看我，相谈
甚欢，各有所得。告别的时候，我问：为什么要
转学？他说：不得已的原因，现在不能说。我知
道，不能以七零后的认知来揣度一零后，更何况
是“小猪”。

我还知道，等“小猪”长成“大朱”，我们
一定会有更多的东西可以分享。

笔架山情语笔架山情语

涓涓点滴成追忆
叶 帆

树新立高 圆梦2015
九年级年级组

中考结束了，我们深感欣慰，通过三年紧
张、充实、有序的工作，我们初三年级组取得了
可喜的成绩：

6人被华师一附中录取；80人入围鄂南高级
中学暑期训练营。在2015年中考中我校又铸辉
煌：城区中考总分前10名，我校独占第一、第二、
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名；城区 600
分以上人数共 70人，我校有 50人，占城区比率
71.4%；九年级学生被鄂高录取443人。

我们年级组的全体教师为了实现学校“办
人民满意的学校，办学生终身受益的教育”的办
学宗旨，创建咸宁市“窗口学校”“龙头学校”的办
学目标，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以关爱为本，以质
量为本”的教学理念，勇于实践、大胆创新、努力
拼搏、互相协作，各项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取得了
显著的成绩，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扎实抓好年级组的管理工作
1、严格执行学校各项决策，顾全大局，统筹

兼顾，认真做好学校与教师之间的桥梁作用，保
证学校政令畅通。积极参加各种管理学习。牢
固树立“寓管理于服务之中，通过服务体现管理”
的服务意识，力争使管理工作做到公正、公平。

2、进一步加强年级组与各处室的配合工
作，认真完成了学校、各处室安排的各项任务。

3、加强管理与督促，不断强化教师工作纪
律意识、服务意识、团结协作意识，形成了全员
育人，健康向上的工作环境。

4、创建和谐向上的年级集体。大力倡导组
员的团队精神，强化个人利益和荣誉与集体的
利益和荣誉紧密相连的观念，对热爱集体，热心
公务的教师及时予以表扬和鼓励。

二、认真抓好学生的教育工作
1、通过班会、晨会、主题班会活动，加强对

学生的日常行为规范教育、养成教育、安全教
育、心理健康教育等，使学生从小事做起，从我
做起，使学生逐步养成健康向上的个性品质。

2、以培养学生的学习习惯、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指导学生的学习方法为主，促成学生良好
学习习惯的养成教育，进行学习方法专题讲座。

3、关心学生生活，加大对学生就餐、住宿的
指导和教育，培养学生良好的生活、卫生习惯。

4、加强学校与家庭的联系，结合各学科月
考情况分别召开初三教师会，全体学生家长会；
以班级为单位分别召开了临界学生和偏科学生

会议、后进学生转变会议，并进行家访工作。
三、加强学习，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
组织教师深入学习现代教育教学理论，教

师专业发展理论，组织教师积极参加学校的各
项学习和培训活动，每一位教师都撰写了学习
心得体会和教育教学论文，从而提高了教师的
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

四、切实抓好教学工作
1、严格规范教学常规。每位教师认真制定

了教学计划，认真备课、上课、辅导学生、组织各
学科的质量调查。年级组配合教务处每月对教
师常规情况进行检查与考核。在检查中发现我
组教师伏案工作扎实，教学计划详细，备课认
真，作业批改细致，后记有针对性。

2、加强培优辅差工作。培优辅差工作有计划、
有措施，有记录、有效果。由于把培优辅差工作落
到了实处，从而大大提高了合格率和优秀率。

3、组织教师积极参加教研活动。结合我校
本学期的校本培训，围绕公开课、课题研究，以教
材分析、说课、评课、理论学习为主，定时、定人、定
内容，提高教师参与活动的积极性、主动性、要求
认真准备、积极发言，形成良好的教研之风。

有人形象地将本届初三称为超级航母，确
实，整个年级13个班，每班80人左右，学生总数
近千人，这在温中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现在，
这艘巨型大船平安靠岸，感谢全体师生的通力
合作，感谢领导、家长的配合与支持。

寄语2015届毕业学子

当我的心，柔软起来，便在爱和慈悲
里，与你明亮而温暖地相遇。

——《生命的意义》
某些人某些事，在你人生的某个点适

时出现，它会告诉你：你做得不太好，还需
要成长。

期中考试，在某班发试卷，我提示说：
“请同学们把桌上所有的书本和纸张全部
收起来，否则以舞弊论处。”突然有一女声
高吼起来：“放一张纸在桌上你会死呀！”
当时，我感到非常的愤怒。于是，我反击
道：“你是一个女孩子，怎么说话这么粗
俗？！”但是看到孩子低下头的那一刻，我
却又意识到有什么不对。

班主任知道了这件事，找来孩子谈话
并让她和我道歉。一开始，我觉得是孩子
没有家教，不太愿意接受孩子的道歉。可
是从孩子低头的那一瞬间，我发觉她毕竟
是孩子。而作为成人的我，从头到尾并没
有把自己心中的难受和伤心平静直观的
告诉她，也就是说，在日常的生活中，她的
父母、亲人和周围的人可能也没有人直观
的告诉过她——她这种说话的方式会给
别人带来伤害，所以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
中，并不清楚如何尊重和体贴别人。

那么，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为什么会
有深深的挫败感？是因为我的内心不自
信，有隐忧，怀恐惧。

此时，有一个熟人告诉我，她的侄儿在
我带的某一个班上，据说要规范的背记古诗
词，很害怕上我的课，这让我突然意识到，我
是多么的可怕，让孩子生活在有恐惧感的课

堂里，要知道，在过分指导和严格监管的地
方，别指望有奇迹发生，因为人的能力，唯有
在身心和谐的情况下，才能发挥到最佳水
平。学生的成长需要静静的等待和慢慢的
渗透，我们无需焦虑，赋予信任，孩子一定
会有更好的创造，一定会更好的成长。

当我重新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发
现我的内心又重获力量。无独有偶，我在
另一个班上课的时候，教室里开起了空
调，大概是人多，有一股难闻的气味。我
一进教室就说 ：“现在天气还不热。”准备
继续说，“唉……我们把空调关了吧！”这
句话还没说完，就听到一个男生接话：“唉
唉唉，唉个屁呀！”这时，我的内心极为淡然，
平静的对孩子们讲了那个女孩儿的事。我
说道：“其实我们有时可能也无意中这样表
述过，也可能无意中愤愤指责过，可是我们
都没有分享过彼此内心的真实感受，所以我
们有时候不太能尊重和体贴别人。”孩子们
有的开始点头，我借机温柔的说：“那个
谁，你说‘唉唉唉，唉个屁呀’，这句话让我
很受伤哟！”班上孩子都笑了起来，只见那
个男孩子很羞涩的低下了头。后来去他
们班听课，他还搬来他的凳子让我坐着，
说我辛苦啦！这又是多么可爱的生命。

其实，人与生俱来的最大本能就是人
有强大的学习能力与改进空间。承认过
失，承认缺失，不抱怨，从容淡定，奋勇前
进，这需要时间和过程，我愿意成为这一
路的陪伴者和等待者，并且坚信孩子们的
睿智和努力，会让他们逐渐成长为内在和
外在强大而丰富的人，而我，也同样如此。

谢谢，让我和你们一起成长长
孙 静

市教育局副局长、鄂南高级中学校长程功武来我校送喜报 九年级全体师生“中考百日誓师”大会宣誓

九年级班主任中考送考 九年级召开中考备战家长会

中考当日给学生分发准考证九年级寄宿班师生合影

开始的开始，我们都是孩子，
初三的日子，做不完的卷子。
教室的桌子，留有我们的影子。
温中的孩子，将要飞往哪去。

当某天，你若听见，老陆在说那些奇怪的语言。
当某天，你若看见，老徐的身影又忽然闪现。
当某天，再遇见，老朋友们，会是在哪一个角落。
当某天，再踏进，这校园,会是哪一片落叶，掉进回忆的流年。
表示从一楼到五楼的距离，原来只有三年。
表示门卫叔叔食堂阿姨，很有夫妻脸。

各种几何函数都搞不懂，还有酸碱盐。
各种写到手软的试卷练习，卖几块几毛钱。
我们换下校服渐渐成长，照片挥霍习惯的笑脸。
三年匆匆，白驹过隙，留恋每一天。

毕业和离别的字眼，格外扣人心弦。
各种心酸的感伤，抵不过，一句再见。

当某天，你若听见，陈子龙打嗝声还是滔滔不绝。
当某天，你若看见，三班的逗比，智商高突显。
表示从教室到校门的距离，原来只有三年。
表示整个学校只有老陆，还是苦瓜脸。
朱承源、周到、肖博源排名很靠前
教室后三排被苦逼的学生，是否一直不变。

我们即将分别，脚步停在不同高中不同地点。
瞥见黑白的班服，还会以为是我认识的谁。
温中三三老陆、老徐、老陈我爱你!
也许谁会忘记谁的名字，但记得。
温中三班的日子。

温中的日子
2012级（3）班 宋涵瑞

有种责任叫陈颖
有种霸气叫王蓉
有种快乐叫杜静
有种亲切叫兰英
有种美好叫金叶
有种理智叫余婷
有种温柔叫黄腾
有种可爱叫徐佳
有种童趣叫苏华
有种搞笑叫正开
这样的老师，我们快乐
这样的班级，我们幸福
漫步人生，我们上下

求索
临别抒怀，我们久久

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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